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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发展战略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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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时代，武汉是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鸦片战 

争以前，中国农业经济时代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我国主要农业区 

域由黄河流域的支流河谷平原——关中平原 、汾河平原到黄淮平 

原，再到长江下游平原，中心城市如长安 (今西安)、洛阳、开封、建 

康(今南京)、杭州、北京随着主要农业区域的移徙，次第兴起。武汉 

是我国农业经济时代肇源最早的城市之一 ，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 

掘确定其为商代古城，距今有 3500年之久。武汉的城市功能定位， 

最早记录是汉末蔡邕 (132—192年)在 《汉津赋》中的记述：“(夏 

口)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导酎运货，懋(贸)迁有无。”这 

一 定位直到清初仍然没有改变，刘献廷 (1648—1695)在 《广阳杂 

记》中写道：“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 、陕 

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 

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卅I，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 

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今南京)、杭州以分其势 ，西则惟汉 

口耳。”([清J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193页j农业 

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反映的城市功能，主要属于商贸港口。 

工业经济时代，武汉是工业的生产地和消费地．工商港口城 

市 孙中山在 20世纪初对武汉城市功能的定位是：“大武汉者，指 

武昌、汉阳、汉vI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 

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三市居民数 

过百万，如其稍有改进，则二三倍之，决非难事。现在汉阳已有中国 

最大之铁厂，而汉vI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 

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 

⋯ 、
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 、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vI 

r ‘ ／似为与世界交通惟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 

将更为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 

必额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物 

质建设 (实业计划)》，《孙中山选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第 232 

页)孙中山对武汉城市功能定位的描述是准确的，即工商港VI城 

市。20世纪后半世纪的前 3O年，执行党的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 

城市的方针政策 ，至 1981年武汉成为全国第四大工业中心，仅次 

于上海、北京、天津。改革开放以后，武汉采取“两翼起飞”战略，以 

交通和流通这两通来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至 1998年全市三、二 、 
一

产业的增加值分别占51．72％、39．70％和 8．58％。第三产业已 

成为武汉的主导产业，标志着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成。商贸、金融 、 

运输、通讯已成为利税大户。传统工业中的冶金、机械、纺织通过调 

整，有了起色；服装、食品等轻工业发展形势很好；武汉经济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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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武汉 

是全国城市综合实力第六强的超特大型城市，是中 

国内地最大的经济 、科技 、文教 中心 ： 

2l世纪武汉将成为内地最大综合服务性和知识 

经济 中心城市 21世纪的中国有两大任务 ．即继续完 

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并实施 

知识经济。二者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结合，即用知识经 

济的理论、方法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工业化和 

城市化这两化为过渡到和实施知识经济奠立物质和 

精神的基础 不走和少走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 ． 

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知识经济这样三个阶段的老 

路，而是将三个阶段融洽起来，21世纪前半个世纪完 

成向知识经济的过渡，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1 

世纪后半个世纪保持和发展知识经济．作为知识经 

济最发达国家的成员，迈向22世纪。 

当今中国事实上存在三个阶段的客观空间 即 

大城市 特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进人后工业化和后 

城市化阶段，可以实施知识经济；中小城市和部分镇 

已进人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它们不必再经过后工 

业化和后城市化阶段，应创造条件直接向知识经济 

过渡；广大的农村地区目前还处于农业经济状态，要 

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要像珠江三角洲、长江 

角洲和环渤海等沿海地区那样通过农工商一体化 

的发展，加速“两化”的进程 

作为内地最大的中心城市的武汉，视点应聚焦 

到为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提供服务上来，为城镇 

和乡村的发展提供人才、技术 、资金、信息、决策咨 

询、装备和设备、商品、文化等全方位的服务 ，主要城 

市功能要从生产性转化到非生产性，城市第二产业 

和第一产业主要是高科技的智能生产，城市的定位 

是为中国内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中心城市。 

二、武汉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根据 

】武汉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 

高的城市。199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2601元 ，以其 

为 】，则重庆为0．36，西安为0 60，哈尔滨为0．62。在 

中西部超特大城市中，水平最高。即便和沿海地区的 

几个大城市相较 ，以其为 1．则沈阳为 1．006，天津为 

】O9，北京为 1 18．上海为 2．04，武汉虽有差距，但与 

大多数城市距离不大。 

雳i菇农钟麝 

2 武汉服务功能在中西部地区最为完善。1997 

年武汉的人均第三产业产值达 5683元，以其为 1，则 

重庆为0．28，西安为0．64，哈尔滨为 0 65；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武汉为6307元，以其为 1，则重庆为 

0．26，西安为0 60，哈尔滨为0 56；拥有电话机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武汉为 27％，重庆为5．88％，西安 

为 15．33％ ，哈尔滨为 13．82％ 这就说明，就现有暇 

务功能水平看．武汉在内地处于最完善的地位。 

3．科教优势明显。根据 1995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的资料 ，武汉高校教师数为 19034人 ，以其为 

l，则重庆为 0．43，西安为0．81，哈尔滨为 0．54；武汉 

高校学生数 140291人，以其为 1，则重庆为0．46，西 

安为 0．74，哈尔滨为 0．46；武汉 科技 人员数为 

4008797人，以其为 l，则重庆为0 75，西安为 0 81， 

哈尔滨为0 82：武汉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为 0．71 

册，重庆为 0．34册，西安为0 30册，哈尔滨为 0．59 

册。总之 ，武汉的科教 、文化优势明显 。 

4．武汉经济效益明显优于内地其他城市。1994 

年武汉工业实现利税 64 O5亿元，相当于重庆 26 31 

亿元、西安 14．67亿元、哈尔滨 (16．63亿元)三市之 

和57．6l亿元的 l l1倍。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武汉 

为 10．4元，重庆则为6．1元，西安为 4．4元，哈尔滨 

为 4 5元；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税武汉为29 4元， 

重庆为 19．8元，西安为 1 3 2元，哈尔滨为 14．3元， 

工业的效益武汉处于绝对优势。农业 1000公顷耕地 

实现农业产值，1996年武汉为4817．51万元，以其为 

1，则重庆为 0．76，西安为0．54，哈尔滨为0．89；1997 

年武汉市非农业 人 口人均实现第三产业产值为 

9736．64元，以其为 l，则重庆为0．84，西安为0．92，哈 

尔滨为0．85，第三产业的效益也较其他三市为好。 

5．武 汉通 达 性 和 区位 优 势 明显 。 通达 性 

(aeeesibility)是国际上用以揭示区位优势的重要标 

准，今以武汉与重庆、西安、哈尔滨的铁路里程列出 

矩阵比较于下： 

表：武汉、重庆、西安、暗尔滨铁路里程矩阵表 单位：KM 

通 选 性 武汉 重庆 西安 哈尔滨 

音计里程 丹数 

武汉 0 1208 1047 l 2606 j 4861 1 

蘑庆 】208 0 1317 3428 5953 3 

西安 】047 】317 0 25o5 4869 

暗尔滨 26O6 3428 2505 i 0 J 8539 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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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性以合计里程越短最优越，而城市区位优 

势值越太越有优势。依以上资料计算的武汉的区位 

优势值为9I3 83，重庆为 888 86，西安为 502．39，哈 

尔滨为747。1，以武汉为 1，则重庆为0 97，西安为 

0．55，哈尔滨为0．82，武汉的优势明显： 

三、武汉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限制因素 

3500年来，武汉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是水患。最 

早的城市遗址商代古城盘龙城的湮落，一是偏离了 

长江和汉江交汇口位置，二是地势较低，会受汛期高 

水位洪水的威胁：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古城一却 

月城 ，早期沙羡县城，位于龟山之北 ．园地势低洼也 

湮失无遗；三国时期的吴国不得不在蛇山和龟山上 

建城，今武昌老城是连接蛇山、胭脂山、昙华林—— 

崇福山、凤凰山等山峦而成，方使武汉有了一块比较 

理想的城址，但仍然过于狭窄，且很难拓展，吴国在 

长江中下游南岸兴建四座城池，即今武昌的夏口城。 

今鄂州的武昌城 ，今南京的建业城，今镇江的润州 

城，最后定都南京，就是因为其余三城皆为很难发展 

的城市。吴夏 口城非山岳处 的土城 ，几乎每年 皆遭水 

淹，年年维修，《新唐书 ·牛僧孺传》：“f吴夏口 唐鄂 

州I土恶亟圮，岁增筑，赋蓑茅于民，吏倚为拢；憎孺 

陶甓以城 ，五年毕，鄂人无复岁费 ”后来向蛇山以南 

拓展的唐城，亦将黄土岭 (今中南财大与首义路中)、 

芝麻岭、梅子山、楚望台等连接，以高大坚固的砖城 

代替堤防，但仍然在大洪水时期 ，数度洪水人城，淹 

没街道民舍。汉阳唐城建在风栖山上，屡建屡被水 

毁 ，不得不后移 ，唐时城周长约有 3．6公里 ．后来缩小 

到 2 52公里。汉口早在秦汉时期便有却月城；南北朝 

时期的汉口城和杨口垒，后来皆被淹埋：汉口地势很 

低，最高处位于汉正街至黄陂街～带，为汉江和长江 

的河漫滩，海拔高程为 28．24米，非特大洪水，一般 

江、汉洪水很少淹没，但汉 口内部地势很低 如中山 

公园门口高程仅 22．60米，在平均洪水位以下，北面 

湖泊又与长江、汉江相通，故明代汉口～直是半月型 

的一条堤街．直到崇祯八年 (1635)修筑第一条后湖 

长堤 即今长堤街，汉口才有自己的城区地盘；200多 

年后清同治三年 (1864年)汉阳知府钟谦钧、汉阳县 

圭【l县孙福海等主持修建汉口堡城垣，城垣既作城墙。 

又作堤防，即今京汉大道；1904年张之洞修筑的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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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方奠立了今 日汉13城址 (刘盛佳：武汉市历史地 

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ll7—127页)。武汉三镇是洪水威胁最严重 

的超特大城市。本世纪初武汉成为全国最大城市 ，但 

1931年大洪水 ，使其地位一下子掉落下来，被上海、 

北京、天津等城市超过，再也设有称雄过。 

表 长江流域各省自然资源丰度比较表 

自熟资荫 在全国 自然贷振 在全国 自熟资源 在全国 

^均拥有量 客合优势厦 排序 排卑 总车度 排序 
综合指数 

云南 1 0345 5 1．59B4 6 1 2859 5 

贵卅 O 9眦。 7 l 2l09 8 1 0486 8 

四Ilj 0．89668 8 o 9956 】】 o 9448 10 

村北 0 4I朔 24 0 2837 23 0 3426 23 

潮南 0 5977 18 0 4340 17 0 5093 18 

江西 0 63229 9 0 4154 18 0 5125 1 

安雀 0 6207 16 0 5655 13 0 5925 14 

江苏 0 2069 姐 0 1271 28 0 I融  28 

浙江 0．3103 26 0．1332 27 0 2033 26 

上海 0 046O 29 0 05∞ 29 0 0508 29 

武汉发展的第二个制约因素是资源匮乏。一般 

来说大城市市区资源贫乏是普遍规律，依靠 自身资 

源发展经济，建立城市社会的物质基础 ，鲜有其例， 

武汉当然也不例外。但城市附近地区的资源，在工业 

经济时代都是很重要的物质基础，尤其对原材料占 

成本 比重很大的资源型经济的发展更是重要。上世 

纪末，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汉建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 

限公司，武汉资源匮乏问题便开始暴露，必须仰赖大 

冶铁矿、萍乡煤矿的供给；随着萍乡、大冶煤铁资源 

枯竭，今 日武汉市试图通过以武汉钢铁公司为主的 

冶金业发展来带动工业的腾飞．早在 80年代初，刘盛 

佳等学者便认为不相适宜 f刘盛佳：武汉市经济发展 

战略的初步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1985 

年第 6期，第 21—27页)。以武汉作为省会的瑚北省， 

自然资源由上表可见．综合优势度、人均占有量和总 

丰度，在全国3O个省级单位f重庆未置直辖市之前的 

统计)中，排列最后的 6、7位，在长江流域的 lO省市 

中，略好于沪、苏、浙，所以在沿江发展战略中．湖北 

省与上海、江苏、浙江一样，工业发展是以加工和深 

加工为主。武汉工业在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地位滑坡， 

深层次原因便是资源匮乏，而工业仍体现着消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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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数量型方向。 

武汉的第三个制约因素是忽视人才 作为一个 

工商业都会的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是不可 

低估的 但武汉也有一个千年、百年的共同问题 ，那 

就是武汉是一个过客很多、住客很少的城市，以近5O 

年为例，如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盛麟 ，著名电影 

艺术表演家谢芳、张金铃 ，著名歌唱家吴雁泽、王玉 

珍，著名作家姚雪垠等，都是在武汉出了名，后来都 

到外地落籍 ，历史上的“楚才晋用”一直延续至今。 

1984年和 1994年武汉 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的 

比较，由 142998人增加到 400897人．增加了2．O8 

倍 ，而全国其他城市如北京是 6 9倍 ，上海 2 7倍，天 

津4 8倍，沈阳5 6倍；1984年武汉科技人员相当于 

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昆明六城市之和(刘盛 

佳：武汉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初步探讨 ，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 f哲社版)，1985，第 6期，第 21—27页)，较武汉 

快 3．6倍 武汉人才上仍然是重数量而轻质量，1985 

年武汉专业科技人员数和中级以上职称技术人员数 

皆居超大城市中的第 5位，1O年后武汉专业技术人 

员数仍保持第5位，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科技人员数 

却仅居全国第 9位；1985年武汉中级职称以上技术 

人员数以其为 1，则北京为 3．99，上海为2．3O，天津 

为 1 29，沈阳为 1．09，南京为 0．94，哈尔滨为0．57， 

重庆为 0．50，广州为0．22，西安为0．14；1994年仍以 

武汉为 1，则北京为 5．58，上海为4．39，沈阳为2 58， 

天津为 2．57，西安为 1．65，南京 1．55，重庆为 1 3O， 

广州为0．60。十年中，其他超大城市将中、高级科技 

人员培养和引进作为重点，西安增长了23．89倍，广 

州5．49倍，重庆5．19倍 ，哈尔滨 5．18倍，沈阳4．73 

倍，天津3．98倍，上海 3 81倍 ，南京 3 31倍，北京为 

2 79倍，只武汉为 2．00倍。武汉经济实力在全国地 

位的滑坡 ，尤其是工业地位的滑坡，与不重视人才， 

特别是中高级人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四个制约因素是决策的失误。决策失误最大 

弊端是劣势转变困难和优势丧失容易。武汉在计划 

经济时代，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的重点投资 ， 

1950—1983年国家对武汉累计投资达 111．56亿元 ， 

居全国各中心城市的首位，形成冶金、机械、纺织、食 

品四大支柱产业，构成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在三个 

直辖市之后，与沈阳、广州形成第 2个阶层的工业中 

麓簿静船 聋 

心。1985年武汉工业产值为 l45．19亿元，以其为 1， 

则沈阳为 1．O5，广州为 0 99；南京 0．72、重庆 0 64、 

哈尔滨0．54、西安0．17，四市与武汉有较大差距。改 

革开放以后，武汉未能把握机遇，在全国中心城市中 

位次后移，至 1994年位居全国第 1O位；1997年在全 

国 l9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l2位，工业的优势转变 

为劣势。 

与此同时，1985年武汉货物运输总量为 1．28亿 

吨．在全国仅次于上海 (3．33亿吨)、重庆 (1．48亿 

吨)，居全国第 3位；包括沿海与内河的港口货物吞吐 

量武汉为 2689万吨，仅次于上海 (13085)、秦皇岛 

(4419)、大连(4381)、南京(3904)，居全国第 5位；公 

路货运量 7611万吨，仅次于上海 (22001)、重庆 

(12723)、广州(10716)、天津(8871)、沈阳(8452)，居 

全国第 6位；至 1994年武汉货运总量退居全国第 9 

位．1996年在 19个重点城市中居 13位，港口货物吞 

吐量已在全国第 1O位之后，昔日的优势不复存在。 

武汉有史以来，尤其是近 1000年以来的港口优 

势、鸦片战争以来的工商港口优势，近半个世纪的科 

技人才优势已不复存在。而商业优势的培育十分困 

难，1985年武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1．66亿元，仅次 

于上海 (137．40)、北京 (102．32)、广卅I(63．94)、天津 

(59．O5)、沈阳 (45．5O)，居第 6位；1994年武汉为 

213 84亿元，在上海 (606．99)、北京(525 o5)、广州 

(358．31)、天津(260．74)、深圳(221．14)之后，仍是第 

6位 ；1997年武汉为 456 54亿元 ，依次在上海 

(1325．21)、北京 (1051．53)、广州 (802．59)、天津 

(535．02)、重庆(507．93)之后，还是第6位。在全国的 

地位只是保持，并未上升，当武汉的传媒津津乐道地 

宣扬 “货到武汉尽”的优势时，客观地说要更多地感 

到形势严峻，因为深圳只是因了 1997年东南亚金融 

危机暂时退居武汉之后；重庆一举超过武汉，使得武 

汉丢失了中西部头号商都的牌子，挟其直辖市的优 

势 ，武 汉再 超重 庆将 是很 难 的 ；1997年沈 阳 

(424．55)、成都 (410．00)与武汉的差距很小，大连、 

南京、哈尔滨三市与武汉差距也不大，武汉是否能保 

持第六把交椅的位置，还很难说。 

[责任编辑 黄祥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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